
被欺凌女生未返校 校方将进行法制教育宣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晏文龙）

昨日本

报刊登两大专女生殴打同学被刑拘的报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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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

A10

版）

，引起社会关注。 目前被

打学生暂时在家休养，等待心理医生诊断。 而

涉事学校也表示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法制教

育宣传，以确保今后不再出现此类事件。

家长：孩子正等待心理医生诊断

近日，天河区一大专院校17岁女生小美

（化

名）

因不愿意和宿舍舍友练某做朋友，10月29日

晚，被练某骗到楼道偏僻角落，后者联合他人

对小美进行殴打并录像， 造成其身体多处挫

伤。 天河警方11月5日通报， 犯罪嫌疑人练某、

董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但因害怕再受欺

凌，小美现在不敢再回校园。

8日中午，记者致电小美母亲李女士，李女

士告诉记者，目前女儿暂时没有上学，“她的状

态很不好，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着，对什么事

也提不起兴趣，”李女士说，经过药物治疗后孩

子的状态好了一些，但是仍需要家人陪伴，“现

在我每天陪着她，晚上带着她睡觉。 ”

李女士说，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刑拘，但孩

子还是受到了伤害，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心理

创伤，“就怕表面看着没事，哪一天碰到什么事

情就突然激发出来了。 ”为此，李女士一直在帮

小美找心理医生。“此前一直挂不上号，现在好

不容易预约了11日”。 李女士表示有了医生的

诊断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校方：进行一个月法制教育宣传

据涉事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案除了小

美外还涉及四个女生， 其中两名打人者被刑

拘。 对于另外两名女生，校方也会根据情节按

照学校的违纪处分条例去执行。 该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学校还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法制教

育宣传，以此为例在校园内全面展开反校园霸

凌事件、 创和协美好校园的相关法制宣传活

动，确保今后不再出现此类事件。

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

人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子

殷表示，从法律角度讲，如果

造成女学生轻伤以上，“欺凌

的一方是需要负刑事责任

的，比如故意伤害罪，”郑子

殷说，如果是轻微伤的程度，

欺凌一方也违反了治安处罚

法，应依法进行行政拘留。 另

一方面， 被欺凌的女学生可

以要求人身损害赔偿。

“在校园欺凌中并没有受

益者，”郑子殷说，被欺凌者除

了身体上的伤害，心理上也会

受到伤害， 会变得情绪低落、

不敢说话、不愿交朋友等行为

变化。 而欺凌加害者则会形成

暴力倾向， 容易引起更多的

纠纷、打架斗殴，严重的会

受到国家法律的处罚或处

置 。 欺凌旁观者如果未能

帮助防范、制止校园欺凌行

为， 也间接助长了校园欺凌

行为。

郑子殷建议， 当学生遇

到校园欺凌时， 应大声引起

周围人注意；记录过程，截图

取证；注意逃跑路径，设法摆

脱困境； 还要给予适当的防

卫。 最后，当事人不能吞声忍

气，要寻求同学、家长、学校、

司法机关等多方帮助。

对此， 记者联系广州大

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等多所

本科及高职院校， 其均表示

学校并未出现过校园欺凌等

相关案例，“即便真的有，也

都是顶格处理”，一位高校老

师对记者说道。 因此，高校并

未特设针对校园欺凌的相关

条例， 而是将其放在校规或

学生守则等其他章节。 例如，

广州某高校校规第十四条规

定：挑起事端，造成打架者，

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或以

上处分；第二十七条规定：侮

辱、谩骂或威吓他人，经教育

不改者，给予警告处分，造成

不良后果者， 给予严重警告

或以上处分。

那么， 高校是否有必要

特设校园欺凌相关规定呢？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认为， 高职学校里的霸

凌问题确实存在， 但由于高

职学生已经是成人， 因此对

于霸凌问题没有必要出台专

门规定， 主要落实和执行高

等学校学生行为管理规定即

可。 如果触犯法律，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专家：

遭遇校园欺凌应及时求助

广州部分高校：

暂无专门针对欺凌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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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贩毒案宣

判现场。

罗伟雄 摄

信息时报讯（记者 何小敏）

据广

州市中院消息，昨日，该院依法对被

告人阿里等3人走私毒品案进行公开

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0月31日，

樱木琢磨

（日本籍 ，爱知县稻泽市议

员）

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准备搭乘航

班经由上海转机回国时，安检人员在

其行李箱拉杆夹层及箱内女式松糕

凉鞋内共查获甲基苯丙胺

（俗称冰

毒）

3289克。同年11月18日晚至19日凌

晨，公安机关将负责包装夹藏、交付

行李箱的摩西

（几内亚籍）

和阿里

（马

里籍 ）

抓获，在两人住处共查获甲基

苯丙胺18.15克。

法院认为，被告人阿里、樱木琢

磨、 摩西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违反海关监管秩序，明知是毒品而欲

走私出境，数量大，其行为均已构成

走私毒品罪。 鉴于被告人樱木琢磨携

带夹藏毒品的行李箱尚未办理出境

手续，依法认定为犯罪未遂，可对三

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阿里犯走私毒品罪，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被告人樱木琢磨、摩西犯

走私毒品罪， 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宣告后，审判长当庭告知各

被告人，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

书第二日起十日内向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

案件审理期间， 人民法院依法保

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各被告

人的辩护人、翻译人员均到庭参与诉

讼。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相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工作人员、媒体

记者、社会公众等约40人旁听了宣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三名网

友在旅店烧炭自杀，死者父母将店主诉至

法院，店主却喊冤称受到惊吓。 作为经营

者，到底有没有管理失职？近日，广州中院

对这宗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旅店经营者

被认定有责任。

女儿未归死在旅馆

2017年2月13日晚，21岁的小佳离家

未归，母亲陈梅感觉到异常，当晚23时l3

分，她给女儿打通了电话，这也是最后一

次通话。“在通话中明显感知女儿周围有

其他人员，女儿说话口气异常。”陈梅深感

不安，她当即找到朋友帮忙查询女儿是否

有酒店或者宾馆入住信息，但无果。

两天后，小佳被发现死在广州站西路

一家旅馆的房间，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两

名男性死者。 警方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

证明

（推断）

书》上显示，小佳死亡日期/发

现死亡时间为“2017年2月15日22时40

分”，死亡原因“一氧化碳中毒”，警方勘验

现场时发现有炭盆、烧炭等，并发现有遗

书。

在陈梅夫妇看来，旅馆的管理疏忽对

女儿的死亡有责任。“旅店未依法办理营

业执照，旅店入住人员系统无法与公安系

统联网，”陈梅夫妇称，旅馆工作人员没有

尽到查询管理义务，旅馆也未安装烟雾报

警器，导致在3名死者采取烧炭自杀时，无

法及时发现并采取施救措施。 夫妇二人

起诉，索赔37万余元。

王秋月一方则觉得有些“冤”。王秋月

一方称，公安调查显示是烧炭自杀，遗书

能够证实死者一直情绪低落，跟网友计划

已久自杀，在遗书上强调了是自愿的。 且

死者在旅馆去世， 造成其家属精神恍惚，

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并且造成关店一月之

余，损失至今都无人赔付。

旅馆被认定管理疏忽

一审越秀区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侵

权责任法》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

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

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的，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小佳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应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最主要且绝大部

分的责任。；但同时，涉案旅馆未对小佳进

出旅馆严格履行登记制度，存在管理上的

疏忽。

综合本案情况，该管理疏忽虽非造成

小佳死亡的直接原因，但确系对陈梅夫妇

发现异常后及时救助产生一定的不利影

响，故王秋月仍应在上述过错程度范围内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酌定王秋月应

当对小佳的死亡承担5%的责任，另外95%

的责任理应由陈梅一方自行承担。

法院一审判决，王秋月赔偿死亡赔偿

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4万余元。 陈

梅一方提起上诉，广州中院近日终审判决

维持原判。

（当事人均为化名）

三人相约旅馆自杀

死者父母起诉店主

日本议员樱木琢磨涉贩毒案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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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被告于2013年在白云机场被查获，案件昨在广州中院宣判

《两大专女生殴打同学被刑拘》追踪


